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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即將接近尾聲，在疫情嚴重的這一年，雖

然少了直接見面溝通的機會，但是透過視訊與社交

軟體，彰女的師長和同學們依然時時互相關懷，這

正是彰女創校102年來溫馨校園氛圍的延續。

今年因為疫情嚴重，除了採用線上上課，高三

畢業生採用線上畢業典禮，高一新生利用線上報

到。記得我們在今年5月19日進入三級警戒，全校

配合政府規定停課。整個校園沒有學生，從5月中

旬到8月底的校園，聽到最多的是鳥聲，彷彿在問

學子怎麼還沒有返校上課？直到9月開學後，寂靜

校長 陳香妘揮別2021  迎向2022
的校園才又充滿朝氣。

2021年的彰女同學表現依然亮麗，對外比賽除了語文強

項外，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各項科展或競賽也是全國績

優。透過各項升學管道的大學入學，即使戴著口罩考試、面

試，仍然戰戰兢兢不受影響，錄取心目中理想校系。今年本

校首次成立彰化縣唯一一所高中雙語實驗班，也希望能延續

傳統的優勢語文能力。

我們雖然是超過百年的學校，卻是走在時代前端，百年

老店金字的招牌歷久彌新。揮別了2021，迎向2022的彰化女

中仍然是充滿希望！

喜逢彰化女中102年校慶，並榮幸

擔任會長團團長，本團是曾擔任過家長

委員會會長並無私奉獻教育所組成，會

長團宗旨在於協助學校推展教育政策並

搭起與社會連結的橋梁。彰化女中在陳

香妘校長的領導之下持續成長，高中教

育是大學知識的啟蒙，見到升學成績亮

麗更令人欣喜，我也希望可以找回歷屆

會長對學校的支持，大家相互抵礪，一起為彰化女中盡點心力。

108年新課綱已經上路，孩子們的學習壓力是減輕還是加重還未知，

但我們知道，孩子的教育光靠學校是不夠的，我們家長更應該用心投入，

因為孩子的未來和我們息息相關。所以，工作之餘，讓我們多陪陪孩子，

培養親子共同的興趣，拉近親子間的距離，孩子健康的成長，我們的家庭

生活更加和樂。也盼望彰化女中莘莘學子都能謹記"誠 勤 莊 毅"的校訓，

無須說什麼冠冕堂皇的話語，所有彰化女中的學子都深藏着對這位母親一

份真摯的情感，祝福彰化女中綿延不輟、光輝燦爛! 

今天身在彰女校園中，覺得很榮

幸，也覺得肩頭責任重大。雖然經歷了

湖東國小母姐會副會長、溪湖國中家長

會委員，也在彰化女中家委會中有了兩

年的經驗，但是從王雅玲會長手中接過

會長印信後，真正的感受到了責任的承

擔，肩膀上也有了重量。

九月下旬家委會改選之後，月美就

開始參與學校的會議。發現要經營一所學校，尤其是像彰女這樣有著優良

歷史傳統的名校真的相當不容易。也體會到我們前任會長，王會長及歷任

會長對家委會的用心經營。

家長的支持，是老師用心教學的後盾，家委會的支持，更是學校教

育優質與進步的最大動能！彰化女中有著優良的傳統，學生優秀，老師認

真。月美接任會長職務後，會全力支持校長的學校經營與辦學理念；肯定

學校老師對教育的付出與專業；也會關心所有彰化女中孩子的學習、成長

與品德的培養。這幾個面向，只要是需要家長會支持的，相信全體家長委

員都會贊成並與我一同盡全力來協助學校。

108新課綱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透過家

委會的支持、彰女師長優質的專業教育能力，激發學生對於學習的渴望與

創新的勇氣，期許所有彰女學生在離開校園時都能超越自我，圓夢登峰！

生命裡光榮的印記—彰化女中
在生命的歷程中我們會隨著際遇及成長，有著

不同的身分與標誌。而彰化女中是我生命中光榮的

印記。

我是在民國55年從彰化女中初中部畢業直升高

中部於民國58年畢業。在這段求學的過程，我衷心

地感謝母校的教導。它塑塑造了我的人格，奠定個

人日後為人處事與治學的基礎。同時對於我而言他還有另一層的意義，

我們家3個姐妹都畢業於彰化女中，多麼美妙的際遇。而我在畢業50 年後

於民國108年時時出任彰化女中第六屆校友會理事長，更是我人生最榮耀

的時刻。

在第六屆的校友會中我們經歷了母校建校100週年校慶，我們這是一

個偉大的歷史標記，我們非常榮幸躬逢其盛。100年的時光長河，跨越著

不同的時代背景，歷經多少人事更迭，見證了每一位彰女人的青春，治

學向學的精神，輝煌地記載了每一位彰女人的驕傲。百年的淬鍊，彰女

的根碁已風雨如磐，老師們的春風化雨，讓彰女人已在各界崢嶸頭角，

這是每一個彰女人的榮耀。這百年間彰女不斷地革新，也一直保持著優

良的成績，尤其這幾年來在陳香妘校長以她教育的專業，開明穩健的態

度率領全校的老師、學生一起努力，年年都有傑出的表現，我要代表全

體校友向陳校長和師長們表達誠摯的敬意。

這期間有多少校友從彰化女中的走出校門，走向全台灣乃至世界各

地，而校友會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凝聚校友，把校友找回來加入校友會的

大家庭，貢獻她們的熱情與智慧，俾使校友會更臻完善。在這資訊科技化

的時代，唯有透過網際網路讓校友更容易與我們聯繫並記錄更多珍貴的

史料，開創更多元的交流與學習的平台，於是我們成立了校友會的專屬

網站。感謝資訊組的同學這三年來努力，隨時收集資料，更新豐富網站內

容，才有今日令人驚艷的成果，希望能藉此帶動更多的校友加入。

張忠謀說畢業的第一天就是終身學習的開始，術業有專攻，妳們

畢業後會學習到各種專業，也記得要分享自己的專業讓大家一起學習成

長，校友會就是一個最好的平台，別忘了畢業後妳們就是校友了，我誠

摯的邀請妳們加入校友會，讓所有的彰女人以彰女為榮，也榮耀彰女，

我們一起努力！

流金歲月，美好際遇，緣分的奧妙彰女是你我美麗的交集,我再次深

深的感謝兩位榮譽理事長的輔導、陳香妘校長的支持,以及所有參與的同

學、理監事對我的協助與呵護。讓我們祝願彰化女中永續發展、校友會

更加茁壯、校友們身體健康，闔家歡樂。

會長團團長專訪  劉武菖

家長會長專訪  黃月美

校友會理事長專訪 施蔡國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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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110學年度縣長盃體育競賽榮譽榜

國語文競賽榮譽榜
類別 班級 姓名 名次 指導老師

國語演說 214 楊妤婕 第二名 胡晏涵
閩南語演說 305 陳冠螢 第一名 柳喬馨
閩南語演說 103 彭靜芳 第二名 陳姝妤
國語朗讀 113 鄭百珊 第一名 王巧儀
國語朗讀 114 江育瑄 第二名 王巧儀
國語朗讀 211 許嘉勻 第二名 王巧儀

閩南語朗讀 210 王瑄翎 第三名 李婉寧
閩南語朗讀 209 施宛伶 第四名 李婉寧

國語字音字形 214 黄季琁 第二名 黃鳳勤
作文 215 吳昀臻 第一名 林怡君
作文 307 陳柔均 第三名 林怡君
作文 215 王楷婷 第四名 林怡君
寫字 206 李侑宸 第二名 黃鳳勤 

類別 姓名 名次 指導老師
彰化扶輪社高中職

英語演講比賽
213張妍庭 第二名 李宜家

彰化扶輪社高中職
英語演講比賽

214許巧琳 第三名 王駿杰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英文作文比賽中區

308李庭萱 優勝 許鈺釵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英文作文比賽中區

312吳葳姍 佳作 馬玉婷

全國高中英文
單字比賽中區

312謝佳馨 佳作
林怡光、詹心瑜

陳盈均
304郭欣茜 佳作

全國高中英語
演講比賽中區

313陳蒔恩 優勝 蕭宜君

110年度全國高中
英語辯論比賽中區

113鄭芮安
第一名

(進全國賽)
吳佩蓉

114蔡雅竹
(榮獲優良辯士)

214王偲柔
214楊于蒂

(榮獲最佳辯士)
110-1全國高中英語

演講比賽中區
313邱子芸 佳作 林怡光
313張妍庭 佳作 夏靜婷

英文競賽榮譽榜

國立彰化女中校外(科學類)競賽榮譽榜歷年總表(至110.11.17止)

種類 班級 姓名 項目 成績

游泳錦標賽
10/28.29

107 黃筠庭

100公尺雙蹼 第一名
200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 第一名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一名

104 黃筱涵
50公尺蛙式 第四名
100公尺蛙式 第二名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 第一名

102 王亭立

50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50公尺蝶式 第一名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 第一名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一名

106 賴姿蓉
100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50公尺仰式 第五名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一名

115 林巧恩
100公尺仰式 第三名
50公尺仰式 第四名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 第一名

113 張芷熏
100公尺蝶式 第一名
100公尺蛙式 第三名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一名

桌球錦標賽11/8-11
黃宇薔 雙打 第四名
林宸妤 雙打 第四名

木球錦標賽11/9 110 張容榛
個人球道 第三名
個人桿數 第三名

網球錦標賽
10/25-10/29 106 吳紀芮

軟式雙打 第一名
硬式團體 第一名

207 吳旻純
硬式單打 第三名
硬式團體 第一名

215 廖昱淇
軟式雙打 第一名
軟式單打 第三名
硬式團體 第一名

213 李潔 硬式團體 第一名
112 蕭胤筑 硬式團體 第一名
105 吳宜宣 軟式團體 第一名
209 賴智芸 軟式團體 第一名
215 林宥辰 軟式團體 第一名
213 黃愛耘 軟式團體 第一名

排球錦標賽11/2-5 榮獲高女組亞軍
羽球錦標賽11/12-15 榮獲高女組團體第二名

101 魏承恩 個人單打 第一名
211 李鈊嵐 雙打 第三名
309 詹美琪 雙打 第三名
304 郭筠芃 雙打 第四名
306 郭筠彤 雙打 第四名

比賽日期 比賽項目 成績 學生 指導老師

1101115- 
1101117

110普通型高級中學數
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

臺灣省第三區複賽

物理科佳作
314王宣晴 張國志老師
315黃巧璇 賴文哲老師

地球科學科第2名 314楊宜珊
唐國詩老師

地球科學科佳作 215許翌倫
數學科第8名 314林君宜 林于秀老師
數學科佳作 315李絜綾 315莊采蒨 315蔡沂璇 王文惠老師
生物科佳作 314李貞儂 315林育任 315傅宜楨 315黃筠庭 蕭碧鳳老師

1101002- 
1101003

第20屆高中地理奧林匹
亞競賽

論文獎佳作 309黃詩涵
高銘澤老師海報獎佳作

海報人氣獎
313張妍庭 313黃莞晴 313楊舒茨

1100828 2021思源科學創意大賽

銅牌獎
最佳創意關卡獎–物理

215王楷茵 215王楷婷 215吳蓎妤
215李珮琪 215陳佳莉 215陳宜靚 林明弘老師

鄭茜如老師銀牌獎
最佳創意關卡獎–化學

215江芝綾 215李嘉穎 215曾語諾
215游雅如 215黃馨瑩

1100821
2021年第23屆TRML高

中數學競賽

全國團體《銅牌》獎
全國特別《一等》獎
台中地區《三等》獎

315吳伃叡 315呂侑臻 315李絜綾 315莊采蒨 
315張雯涵 315郭志玲 315陳映彤 315黃巧璇
315黃筠庭 315趙品慈 315劉安琪 315蔡沂璇
315蔡宛瑾 315謝依軒 315謝佩均

王文惠老師

1100806 第61屆中小學全國科展

植物學科第一名
大成獎特優獎

315吳季烜 315林可函 315粘蕎 蕭碧鳳老師

化學科團隊合作獎 315林育任 315張婉歆 315謝宜芹 蔡家興老師
動物與醫學科
探究精神獎

大成獎優等獎
315吳伃叡 315謝依軒

蕭碧鳳老師
農業與食品學科

(鄉土)教材獎
315張雯涵 315蔡宛瑾

1100731- 
1100801

2021全國大專暨高中青
年物理辯論競賽

銀獎 203黃秀安 215許翌倫 215鄭又云 黃柏峻老師

1100731
2021第二屆臺灣科學節

徵文暨繪圖活動
徵文組

高中(職)一年級金獎
215陳品安

1100724- 
1100725

2021全國高中物理探究
實作競賽

銀獎 315呂侑臻 315郭志玲 315黃可溦 315黃巧璇
黃柏峻老師

佳作 203黃秀安 215許翌倫 215鄭又云
1100705 第20屆旺宏科學獎 化學科佳作 315林育任 蔡家興老師

體育競賽得獎班級：
高一跳繩：111、108、113、103、105、109
高二桌球：215、214、201、212、203、205

桌球

網球

排球

羽球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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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科－鄭道聲老師
大家好，我是鄭道聲，很高興

加入彰女大家庭一起學習！身為彰

化人，能夠有機會在首屈一指的彰

化女中任教，實在是三生有幸！因

為在百年歷史的彰女週邊，已匯聚

了許多老彰化人的共同回憶；例如沁涼好喝的彰化木

瓜牛奶大王飲品，是夏日必備的優良美食；還有大元

餅行的鹹甜麻糬，則是送禮自用兩相宜的良好選擇。

既然有幸在此任教，期勉自己在前輩老師的引導下持

續精進，讓自己和學生都可以「教學相長，生涯啟

航，生機泉湧，相得益彰！」

新 進 教 師 簡 介

公民科－蔡宜璇老師
大 家 好 ， 我 是 蔡 宜 璇 ， 很 榮

幸今年能來到彰女任教。臺中人，

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公領系、公領

所，愛好日本的一切事務、看書及

運動，樂於觀察與思考。

喜歡法國詩人Anatole France所言：「我始終偏

好滿腔熱情帶來的瘋狂，而非冷漠無感帶來的智

慧。」，也是投入公民教育的初衷。期許自己能與前

輩老師們多學習、指教，與少女們在公民思辨上教學

相長，持續精進自我，一同成為溫柔又堅定的人吧！

數學科－麥順發老師
大家好

我是數學科的麥順發，喜歡羽

球、電影、看書。教學對我而言，

是工作；也是興趣，很開心來到彰

女大家庭，請大家多多關照。

國文科—馬菁珍老師
第一次踏進彰女，就被垂掛眼

前、紫裡透白的大鄧伯花吸引，忍不

住踏向一旁，此時、身後一聲呼喚：

「不對喔！要往前走。」手握小花，

遲遲未放。所有的故事都有後來，後

來，嬌羞的紫花，成為我現在天天路過的風景。

擅長迷路的我，如果迷路可視為一項專長。無視

歧路為畏途，只怕不能遊戲四方。遊戲一大段路，握

住球的捕手，投向麥田，投向點點文字世界。

如果可以，要編綴沿路花開的藍雪花，綿綿延伸

的韓國草，冷冽冬生的繡球，遠處矗立迷濛如霧的苦

楝，那才叫過癮。

國文科－莊博雅老師
大家好，我是博雅，很高興來

到充滿活力和溫暖的彰女。喜歡教

室裡的踴躍討論、走廊上的用力揮

手、校園中的熱情呼喊。你們的貼

心和善良，都是最美麗的風景。讓

我們一起感受文字的力量，涵養自己，懷抱溫柔，探

索世界。

國文科－鍾郁薇老師
嗨！大家好，我是國文科新進

的教師鍾郁薇，很開心可以加入彰

化女中這個大家庭！我是台中人，

之前也都是在台中地區任教。來到

彰化女中後，謝謝親切的同事和可

愛的學生，讓我感受到大大的溫暖，郁薇未來也會持

續的精進教學，和彰女的同學們一起成長。

國文科－楊文芳老師
大家好，我是國文科的文芳，

畢業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國文所，喜歡教學、閱讀及烹飪，

是一位快樂的愛狗人士。成長路上

受過許多師長的指點與照顧，很高

興能回到母校任教，加入彰女這個大家庭，接下來的

一年裡還請大家多多指教。

體育科－蔡孟家老師
安安大家好，我是體育科的孟

家，很常去爬山，可是每一次爬山

又很後悔怎麼去爬山了，但下一次

仍然還是會去。希望大家也可以多

嘗試許多自己可能覺得這輩子都不

會做的事情！很高興也很榮幸能進到彰化女中這個大

家庭，一路上受到許多前輩的指導與提攜，期許接下

來的一年能夠與前輩師長及學生們共學成長，還請多

多指教。

物理科－鄭育珊老師
大家好，我是鄭育姍。

好幾年前，也跟大家一樣在彰

女求學，每天認真的吸收台上老師

講述的內容，沒想到，好幾年後的

今天，會換個身份回到彰化女中。

期許自己，能跟大家教學相長，變成更好的人。

215班於11/13與日本常翔高校進
行科學數學專題交流，現場提問踴
躍，同學對彼此的研究視角讚嘆連
連，雙方師生並於活動結束互評人
氣王。

10/28舉辦日本兵庫大學的留學說
明會，同學也藉機認識日本學制及
國際學生日常。

高一共有七個班級與韓國榮光女子
中學成為筆友。同學們寄出小禮物
與明信片，讓韓國筆友認識自己、
彰女與台灣。

日本常翔高校專題交流 兵庫大學留學說明會 韓國榮光女子中學11月10日高一班
級團體歌唱比賽

9月4日班親會
線上會議

彰女紅樓講座
說明：邀請各學術領域專家學者蒞校演講，

開拓學生閱聽視野，同時培養學群特

質的試探。

時間：110年11月10日（星期三）

講師：中興大學獸醫系劉品辰助理教授

講題：不僅僅是犬貓的醫生

時間：110年11月17日（星期三）

講師：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許甘霖教授

講題：探索更好的自己和社會─尋找可以實

踐出來的社會學

2021台積電女科學家科普之旅

說明：由國立科學博物館與財團法人台積

電文教基金會共同辦理高中生科學研習營

活動，邀請12所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參訪科博

館。活動內容主要從物理學及材料科學等多

項理論，深入講述半導體世界的應用知識。

活動中邀請了代表學術界、產業界、政府研

究機構等三個不同場域的女性科學家，蒞臨

座談會進行經驗分享，現場更有充足的對談

時間，讓學生能夠盡情地與科學家對話。

台積電工程師向同學介紹半導體。 學生聆聽完科學家們的學習經驗分享

後，現場與科學家提問交流。

2021台積電女科學家柯普之旅：

參與學生於科博館大合照。

實作課程：由中興大學物理系助教帶

領學生運用簡單程式操作arduino。

特 教 組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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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輔導室走廊上一幅幅女性典範的生命故事嗎？

那些鼓勵人心的故事，是否在妳的心中播下一小顆種子

呢？今年，輔導室從2019~2021年生涯小義工製作的女性典

範海報中，精選出古今中外19位女性典範，並且搭配18學

群集結成冊，其中不乏在新興世代不可或缺的新女力，希

望能對大家的生涯有所啟發。

這次我們將專刊做成口袋書，讓妳在各種時空、各種

情緒中，隨時拿起來翻閱，注入一點能量。最後一頁「留

給無可限量的妳」，是要留給獨特的妳，讓妳可以在巨人

的肩膀上，繼續創造自己的生涯故事！

「女性典範走廊──性別平等教育」專刊

輔導室於110年9月8日全校週會時間，以各班視訊

方式安排一場很不同的生命教育講座。講師謝采倪校

友在26歲那年確診淋巴癌，深知「樂觀」面對疾病有多

難。她以病友身分，走過低潮與自我懷疑，並以自己的

專業跟經歷來協助病友，為自己的生命開啟了另一個關

注的議題，身為「我們都有病」病友社群共同創辦人，

透過許多活動來支持自己跟身邊的病友，並期許學妹能

珍惜自己的生命與價值。

生命教育講座「我們都有病---
  因癌症開始的創業人生」

這 學 期 輔 導 室 隆 重 推 出 「 生 涯 集 點 ｇ

ｏ！」集點卡，透過集點卡，鼓勵大家能多參

與校內外自我探索、生涯規劃等相關主題的講

座與活動，並且記錄下探索自己生涯的軌跡，

讓講座不再只是「聽過」、活動不再只是「參

與過」，而是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集滿三點即可至輔導室兌換禮物喔！

生涯集點GO！

本學期共辦理四場講座，9-11月已舉辦

過工程學群、醫藥衛生學群、社會心理學

群，12月即將舉辦的是休閒及遊憩學群。講

座特色是邀請女性講師來進行職涯講座。

這學期邀請的是擔任胡綺祐諮商心理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郭正睿藥師、群創光電林福珍工程師及校友吳文郁跆拳教練。

首先在9月舉辦的是:9/22身為行動心理師的胡綺祐心理師場次、9/29郭正睿

藥師場次，在兩位的生涯故事裡，我們發現科系選擇跟就業的關聯性不一定高度

相關，但是以心理師及藥師來說，科系跟考照規定卻有一定程度的關聯。例如:

諮商心理師必須是國內外諮商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

並經實習至少一年成績及格，具有碩士以上學位者，才能具備諮商心理師考照資

格；而要成為藥師，國內藥學系有藥學系分為4 (+2) 及6年制，主要差別為臨床及

實習時數的不同，6年制畢業即為碩士身分，畢業後要透過國考取得藥師證照。

透過對專業制度的了解，幫助學生對諮商心理師和藥師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進而成為生涯規劃的參考。

11月舉辦的是第三場次，邀請到台灣面板大廠群創光電的光學工程師──林

福珍工程師，來與學生們分享她的斜槓工程師人生。

林福珍工程師首先與學生談論「壓力」，因其生長的過程並不順遂，但透

過讀書翻身，福珍工程師因此勉勵學生：「用16年的讀書歲月來換後面40年的生

活，好像也滿划算的。生活是可以改善的，但首先需要有能力！」福珍工程師在

群創光電9年了，前6年擔任研發工程師，負責面板中間的液晶，日復一日做相同

的事情，讓她很快地便覺得枯燥，於是轉戰需要多方合作的產品光學工程部門，

目前擔任光學工程師已3年，讓福珍工程師除了工程之外，還能拓展人脈，在理

工的工作崗位上，發揮自己社交的特長。本著社交上的天賦，加上善於分析的理

工腦，福珍工程師在下班之餘努力研修、考取證照，目前另一個身份是保險經紀

人，她一直期待自己能夠做更多直接面對人群、對人有貢獻的事情，而這份價值

在保險經紀人工作上被實踐著。

從福珍工程師的生涯故事中，我們可以聽到瞭解自己的特質、價值觀將開拓

自己生涯的廣度，進而完整自己的人生價值。

點亮她時代－Herstory講座

為了協助學生在學習方法上的精進，

輔導室於第一次期中考後辦理七場學習輔導

「讀書高手系列活動」，包括「好好捉蟲－

高中職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之施測與測

驗結果解釋，及「怎樣把各科讀好」的五場

精彩講座，吸引了335人次學生參加。除了邀

請各科實習老師來主講，還有七位今年度本

校各學科指考成績最高分之畢業學姊們以錄播方式全力相挺，學姊高手們從課前

課後、考試前後、怎麼作好筆記、怎麼用零碎時間、怎麼面對挫折、有哪些該科

的遊戲app…，不藏私得傳授密笈和精華心得，多學妹對學姊提供學習的寶貴資

訊，覺得收穫滿滿又溫暖。學姊把把曾經孤單鑽研的心得拿來幫助別人，真是學

妹們最好的榜樣!

舉辦學習輔導「讀書高手系列活動」

感謝！！感謝！！感謝！！

110新學年開始，和碩聯合科技(PEGATRON)

捐贈本校83台筆記型電腦，協助本校清寒學

子遠距學習。

這批筆電將轉發給家境困難的學生，讓她們

在疫情期間，能善用筆電、學習不中斷。感

謝和碩聯合科技(PEGATRON)善舉，嘉惠本校

青年學子！

時間｜110.11.6（六）8：00 -12：00　　地點｜彰化女中圖書館及科學館

參與演出｜彰中科學班及語資班、彰商應用英語科及彰女高二語資班。

應邀觀賞的國中｜員林國中8人、和美國中1人、合群國中1人、彰泰國中1人、陽

明國中 4人及大同國中 20人（1位老師） 。

記要｜原本要在9月舉辦的英姿煥發英語學習成果發表會，因為疫情，延至11月

6日辦理，這次除了演出的三所高中超過50名學生外，還有縣內國中生到場觀摩，

主辦的彰化女中，特地邀請空中英語教室的團隊，帶全體學生以英語玩桌遊。彰

女及彰商的學生，將他們熟悉的西方文經典（悲慘世界.美女與野獸..）以舞台劇方

式，現場以全英語演出；彰商跟彰中的學生將他們學術研究，以英語分享他們的

研究成果；彰商學生以流利的英語向外國朋友介紹鹿港小鎮的人文及美食。這是

一場從頭到尾毫無冷場的演出，也是一場兼具學術性與娛樂性的學習成果饗宴。

一、主題：疑雲特快車

二、性質：自然及社會科學密室逃脫

三、展期：110年9月14日-110年11月5日

四、策展人：數學科 蘇怡儀老師

五、開放時間：平日：17:00-18:00

　　　　　　　假日：請查看IG公告（闖關，需預約）

「疑雲特快車」已經出發……是意外？還是他殺？

「疑雲特快車」密室逃脫是本校高二數理資優班的數學專題組，學生將生活與學

科結合的方式，設計出一個學術與遊戲的「密室逃脫」，從整個遊戲的設計中，

可以看學生的創意，也給闖關的人一個嶄新的經驗。今年是第三年數資班辦理

「密室逃脫」，這個學術與益智兼顧專題發表，將成為彰女數資班的特色。

英 姿 煥 發

圖書館李仲生紀念藝廊展覽

圖書館好書導讀第一場
導讀人：數學科王文惠老師

好書：天才數學少女／蒔田光治

參與學生：30人

時間：110.10.20（三）第七節

地點：函數工坊

感言：一群熱愛數學的女孩生活之日常

本校圖書館不只是提供靜態的書籍及空間讓學生閲讀，也積極透過導讀，動態化

引導學生閱讀。

圖書館好書導讀第二場
導讀人：公民科鍾小雯老師

好書：鋼鐵人馬斯克（文史哲商學群）

時間：110.11.10（三）第七節課

地點：函數工坊

想搭乘特斯拉電動車嗎？想到外太空旅行嗎？貼近馬斯克實現人

類的各種可能！科學結合商業的奇蹟等你來體驗！

和碩聯合科技(PEGATRON)
捐贈本校83台筆記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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